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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布登”号船案 
 

1923 年 8 月 17 日判决书 
(系列 A，第 1 号) 

 

常设国际法院第一次年度报告(1922 年 1 月 1 日至 1925 年 6 月 15 日)，系列 E，
第 1 号，第 163-168 页 

(诉讼的可受理性——基尔运河的情态；内陆水道和通海运河；和平时期和战时；
交战方和中立方。——限制性解释。——中立和主权。——《法院规约》第 63
条规定的参与诉讼权仅取决于事实要点。) 

该案的历史 

 1921 年 3 月，由法国公司 Les Affréteurs réunis 期租的英国轮船“温布登”号
在萨洛尼卡装载了弹药和炮弹，运往但泽波兰海军基地。该船在航行途中到达基
尔运河入口处，但运河航运局长拒绝允许其通过，他的行动依据的是德国就俄国
与波兰的战争所发布的中立令，以及他所接到的指示。 

 法国驻柏林大使要求德国政府按照《凡尔赛和约》第 380 条撤销这一禁令，
允许“温布登”号通过运河。德国政府在答复中通知他，不能允许一艘满载弹药和
炮弹、运往但泽波兰军事基地的船只通过运河，因为德国 1920 年 7 月 25 日和
30 日的中立令禁止运往波兰或俄国的这种货物过境，而《凡尔赛和约》第 380
条并没有妨碍对基尔运河适用这些中立令。 

 Les Affréteurs réunis 公司没有继续等待，而是电令“温布登”号船长通过丹麦
海峡继续航行。该船于 4 月 1 日启航，经斯卡恩继续航行，于 4 月 6 日到达其目
的地港但泽。该船因此耽搁了 11 天，还必须再加上绕航的两天时间。 

起诉书 

 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引起大使会议与柏林政府的谈判，但这些谈判没有取得
任何结果。谈判过程中，对立观点之间的差别变得十分明显，对协约国的抗议，
德国声明它作为俄波战争的中立国，有所谓的权利和义务；对此，英、法、意、
日四国政府——在这件事上采取了德国政府本身提议的做法――决定将引起谈判
的事项提交国际联盟建立的管辖权，即常设国际法院，以便除其他事项外，处
理对《凡尔赛和约》第 380 条至 386 条的违反，或对这些条款解释的任何争议。 

 这些国家 1923 年 1 月 16 日提出的起诉书认为，德国当局拒绝让“温布登”
号自由进入基尔运河是错误的，德国政府有义务赔偿上述船只因这一行动而遭受
的损失，即：174 084.86 法郎，从 1921 年 3 月 20 日起，年息 6%；如果在固定
期限内没有兑现，可要求支付临时利息。 

准许参加诉讼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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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德国政府、国际联盟成员国和《凡尔赛和约》签字国转递了这一起诉书，
因为涉及到对《和约》的解释。1 四个起诉国的政府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了
案情和答辩，被告作为答复，分别提出反诉案件和第二次答辩。此外，波兰政府
作为最后手段根据《规约》第 63 条提出自己的要求，该条规定，几协约发生解
释问题，而诉讼当事国以外尚有其他国家为该协约之签字国者，这些国家有参加
诉讼之权。波兰政府于 5 月提交准许参加诉讼申请书。 

 “温布登”号案被列在 1923 年 6 月 15 日开庭、9 月 15 日结束的第三期(普通)
法院名单上。下列法官参加了审理： 

Loder 先生，庭长, 

Weiss 先生，副庭长 

Finlay 勋爵， 

Nyholm 先生， 

Moore 先生， 

de Bustamante 先生， 

Altamira 先生， 

Oda 先生， 

Anzilotti 先生， 

Huber 先生， 

Wang 先生， 

 德国作为诉讼当事国，利用其挑选一名本国籍法官的权利，2 为此目的任命
Schücking 教授参加法庭成员的审理。 

关于准许参加诉讼的中间判决 

 法院首先必须审议波兰的准许参加诉讼申请书。1923 年 6 月 28 日，法院在
听取起诉国、被告国和要求参加诉讼国的意见和结论，并确定诉讼实际涉及对《凡
尔赛和约》某些条款的解释以及波兰是该条约缔约国后，批准了这一申请。下一
步进入到诉讼本身，法院听取了有关国家政府代理人的陈述，并于 1923 年 8 月
17 日下达了判决书。 

* 
__________________ 

 1 《规约》第 63 条。 

 2 《规约》第 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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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院的判决(分析) 

 法院在判决中首先指出，虽然起诉国不能举例证明对某些金钱利益的损害，
但法院承认这一诉讼；因为在执行《凡尔赛和约》与基尔运河有关的条款方面，
起诉国有明显的利益。 

 法院然后转向这一案件的案情，在对这些条款进行分析后，法院得出结论认
为，第 380 条的措辞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该运河已不再是国内可航行水道，非
沿岸国的船只利用这一水道，完全取决于该非沿岸国的斟酌决定。这一规则也适
用于德国中立的情况。至于第 380 条中所做的保留，即船只若要得益于准入权，
则必须悬挂与德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国家的国旗，表明《和约》的作者考虑到德国
成为交战国的可能性。如果在两个与德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国家间发生冲突时必须
修改运河准入的条件，《和约》就不会不这样说。但它没有这样说，这一不行为
无疑是故意的。因此，规定自由通行的一般性规则也适用于德国中立的情况。另
外，《和约》中有专门的一节用于基尔运河，而且这一节中，关于德国内陆可航
行水道的某些条款一再重复，表明与这一运河有关的规定是独立的，来自《和约》
其他各条的原则，例如与沿岸国中立情况下管制内陆水道的条件有关的原则，不
适用于基尔运河。 

 审议中的条款无疑对德国行使对该运河的主权施加了重要的限制，尤其是就
战时中立国的权利而言。法院承认，在出现疑问时，这一事实构成限制性解释这
一条款的充足理由。但是这一限制性解释不能走得过远，以至于与该条简单的文
字相矛盾。 

 此外，不能把放弃有关权利视为与德国主权相联的理由不可受理；因为法院
拒绝认为，在缔结任何条约时，一国保证履行或不履行某一行为，即是放弃自己
的主权；相反，缔结国际条约的权利是国家主权的一个属性。另一方面，法院认
为，基尔运河的新情态与适用于连接两个公海、流入自然海峡的人工水道的情态
相似，证明甚至交战方的战舰通过也不损害管辖基尔运河的主权国的中立。此外，
德国代表团团长在给大使会议主席的一份说明中指出，德国政府宣称只对商船而
不对战舰适用中立令，即是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因此，携带战时违禁品的中立船
只的通过，更不能说是德国方面没有履行其作为中立国的责任。 

 法院认为，德国完全可以自由地控制她在俄波战争中的中立状态，但受到以
下条件的控制，即遵守和保持其契约义务不受损害，在本案中，即是 1919 年它
在凡尔赛缔结的那些契约义务。这些义务涉及允许“温布登”号通过基尔运河的明
确义务，而德国作为中立国的义务并没有强迫她禁止这一通过。 

 关于支付因此得出的结论所导致的赔款的义务，法院判决起诉国胜诉，除了
以下几点。第一，法院不批准对船只在租船公司一般支出中份额的索赔。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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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起息时间不应是“温布登”号到达基尔运河入口处之时，而应是规定德
国赔偿义务的判决下达之日。最后，法院不批准若判决未得到遵守将提高临时利
率的做法；它不能也不应考虑此种可能性。 

反对意见 

 两名法官，即 Anzilotti 先生和 Huber 先生，不同意法院的判决，提出了反对
意见。国家法官 Schücking 教授的情况相同，也提出了单独的意见。 

Anzilotti 先生和 Huber 先生的反对意见(*)  

 Anzilotti 先生和 Huber 先生解释说，他们的观点与大多数观点之间的本质区
别，涉及到影响对一般国际公约解释的核心问题。他们称，必须决定的问题是：
《凡尔赛和约》中与基尔运河有关的条款是也适用于德国中立的状态，还是这些
条款只考虑到对中立权利和义务没有的正常情况，即和平状态？ 

 Anzilotti 先生和 Huber 先生认为，为解释国际公约的目的，必须考虑到国家
间关系的复杂性，并考虑到缔约方是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一事实。的确，当条约的
措辞很清楚时，必须接受其本身的字面意思，不作限制或延伸，但绝不能就此假
定，意图是要表达一个导致矛盾或不可能后果的思想，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
认为这种思想超出了各方的意图。 

 Anzilotti 先生和 Huber 先生回顾，国际公约，更具体说是那些与商业和通信
有关的公约，一般在缔结时考虑的是正常的和平环境。如果因为战争，一个中立
国或交战国面对以下情况，即必须采取暂时影响公约实施的特别措施，以保护其
中立或为国防的目的，它则有权这样做，即便在公约中没有作出明确保留。 

 联合反对意见的两位作者承认，就第三国之间的战争而言，一国缔结的条约
可能影响其行动自由。但此类订约，考虑到其可能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却永远
无法臆断。一国有权采取它认为最适合其安全紧急状态和维持其完整的行动，这
种权利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权利，在出现怀疑时，条约的规定不能解释为对这一权
利的限制，即便这些规定与这种解释不相矛盾。尽管对明确提到战争产生情况的
明确条款，这一考虑没有效力，但在《凡尔赛和约》中没有发现这样的条款。 

 Anzilotti 先生和 Huber 先生断言，“与德国保持和平关系”的措辞不一定意味
着，没有与德国交战的国家就有权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利用第 380 条和其后各条
的规定；这些措辞意味着和平状态是这些规定适用所基于的条件。Anzilotti 先生
和 Huber 先生在结合同一节其他规定审议了第 380 条后，得出以下结论：德国
承担的向与其保持和平关系的国家的船只保持基尔运河自由和开放的义务，不排
除它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其作为中立国或交战国的利益。这并不意味着该运

 
 

 (*) 摘要由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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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在战时不保持自由，但那时这一自由必然受到德国作为交战国时国防紧急情况
的限制，或者受到德国作为中立国时可能采取的措施的限制。因此，基尔运河的
这一法律地位类似受到国际关切的国内可航行水道的法律地位。 

 联合反对意见的作者认为，需要裁决的唯一问题是，德国对基尔运河采用的
中立管制是否是一项任意行为，不必要地为了阻碍航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考
虑到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的严重性，这种论点似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Anzilotti 先生和 Huber 先生指出，如果通过的观点认为，任何船只通
过基尔运河都不可能损害德国的中立，他们则感到有义务就承认有权对运输战时
违禁品提供国际保护提出保留。目前的国际法允许中立国有在其领土上查禁或容
忍战时违禁品交易和运输的选择，特别是武器和弹药，这一点无可争辩。出于这
一理由，似乎很难承认中立国之间有在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交易和运输战时违禁
品的权利，而交战国的同样利益却得不到保护。 

Schücking 先生的不同意见。(*) 

 Schücking 先生指出，自由通过基尔运河的权利无疑采取了国际法上自愿地
役权或地役权的形式。他指出，地役权是对外国领土具有独特的权利，应尽量少
限制该国的主权，从这一意义上说，对有关地役权条约的解释必须是有限的。他
对以下情况表示怀疑，即德国在处于交战国或中立国地位时，为保障自己的利益，
是否应按照第 380 条，事实上失去对运河采取特别措施的权利，以及失去对不属
于其敌人的国家的船只采取特别措施的权利，第 381 条第 2 款对此没有规定。运
河在德国的管辖之下，它并没有中立化；与其他大型内陆水道一样，对它的使用
相当国际化，没有明确声明放弃战时或中立时采取特别措施的权利。 

 Schücking 先生认为，从地役权中受益的国家有对其领土被役使的国家礼貌
使用地役权的义务。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尊重其领土被役使国家的关键利益。
当时德国的关键利益使得她必须遵守严格和绝对的中立。德国这样做了，没有允
许必须的特殊权利压倒其契约义务，而仅仅利用了所有地役权均受制于的自然限
制。 

 Schücking 先生还注意到，作为两个交战国之一的俄国没有参加《凡尔赛和
约》，因此德国仍然有义务完成作为中立国对俄国的责任。 

 依据 1907 年关于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的海牙第五公约第 2
条和第 7 条，Schücking 先生得出结论认为，“温布登”号的通过不符合德国作为中
立国对俄国的义务。他还指出，战胜国的意图不可能是用《凡尔赛和约》约束德
国以开罪第三国，他还指出，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义务不可能是为了履行

 
 

 (*) 摘要由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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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第三方权利的行为。 

* 

* * 

判决书的效力 

 在法院 1923 年 8 月 17 日就“温布登”号案下达判决书后，德国政府通过战争
负担委员会(1923 年 10 月 5 日的说明)，请赔偿委员会的保障委员会同意支付法
院确定的损失。 

 1923 年 11 月 10 日，收到否定答复，德国驻海牙公使于 1923 年 12 月 6 日
向法院书记官长转递了这一答复。 

 


